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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社會責任報告

中國電信秉承「全面創新、求真務實、以人為本、

共創價值」的核心價值觀，堅持將環境、社會及管

治(ESG)等方面的企業責任融入發展戰略，融入日常

生產經營和管理活動，積極履行對利益相關方的責

任，走負責任的發展之路，持續提升企業綜合價值。

一、推進履責管理

公司嚴格遵循香港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的規定。公司董事會高

度重視對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的監管，負責制定

公司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方針及策略，包括評

估、優次排列及管理公司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的

相關事宜，確保公司設立有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定

期聽取公司匯報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工作，檢討

公司的表現，給予管理層及相關部門有關優化環

境、社會及管治的意見和指示；審批公司環境、社

會及管治報告的披露資料，確保公司在環境、社會

及管治方面履行責任的水平不斷提升。本報告準備

階段向董事會匯報工作計劃，報告形成後向董事會

匯報，經過董事會審閱及批准。

公司設立由公司高級管理層負責、企業戰略部協調

推動、總部相關部門和省分公司、專業公司、總部

直屬單位參與的ESG工作團隊，並授權ESG工作團

隊負責公司環境、社會和管治方面的策略實施，推

進ESG績效管理、信息披露及相關的基礎工作。

董事會

高級管理層

企業戰略部協同相關職能部門

省分公司、專業公司、總部直屬單位

ESG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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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ESG指標體系，建設ESG績效信息統計系

統，健全ESG信息採集、審核和使用的流程，按照

香港聯合交易所發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匯報指

南》完善信息披露工作，規範披露在環境、社會及管

治等方面履行責任的詳細信息。

公司通過公告、報告、會議、座談、走訪、服務熱

線、問卷調查、舉辦活動等方式，增進與投資者、

客戶、員工、政府與監管機構、社區等利益相關方

的溝通，認真聆聽利益相關方的期望與訴求，對各

方面的意見和建議進行整理，積極予以回應。

利益相關方對公司的期望以及公司的回應措施

利益相關方 溝通機制和方式 對中國電信的期望 中國電信的回應

投資者 • 報表、公告

• 匯報、拜訪

• 日常溝通

• 投資者會議

• 資產保值增值

• 企業治理規範

• 防範經營風險

• 規範披露信息

• 穩健經營，持續為股東創造價值

•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不斷完善內控

體系

• 依法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

權益

• 嚴格按規範披露企業信息

客戶 • 客戶服務熱線

• 客戶經理拜訪

• 客戶調查

• 客戶溝通活動

• 業務產品適用好用

• 提升服務質量

• 降低資費

• 防範不良信息

• 保護個人隱私

• 推進業務和產品創新

• 推進透明消費

• 合理優惠資費

• 規範增值業務合作管理

• 依法保護客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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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方 溝通機制和方式 對中國電信的期望 中國電信的回應

員工 • 職工代表大會

• 員工與管理者對話

• 員工意見調查

• 信訪

• 維護合法權益

• 實現職業發展

• 參與管理

• 關愛員工

• 規範勞動用工管理

• 完善收入分配和福利保障機制

• 加強員工培訓，改進職業通道

• 發揮職工代表大會作用

• 改善工作條件

政府與監管機構 • 會議

• 報表或報告

• 匯報和拜訪

• 遵守法律法規

• 落實政府管理要求

• 促進產業發展

• 促進就業

• 依法治企，誠信經營

• 依法納稅，帶動就業

• 創新信息化產品和服務，促進經濟

高質量發展

• 積極建言獻策

產業鏈 • 業務溝通

• 業務培訓

• 座談會或論壇

• 平等互利合作

• 共創價值

• 促進產業發展

• 誠信合作，互利共贏

• 積極營造產業生態圈，促進產業發

展

同業者 • 論壇或會議

• 糾紛協調解決

• 專項工作組

• 走訪

• 合法公平競爭

• 加強溝通合作，促

進行業健康發展

• 積極溝通，交流經驗

• 做好互聯互通

• 積極開展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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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方 溝通機制和方式 對中國電信的期望 中國電信的回應

社區 • 社區溝通活動

• 社區共建活動

• 社會公益活動

• 保護環境

• 電信普遍服務

• 保障應急通信

• 扶助弱勢群體

• 實施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措施

• 積極履行普遍服務義務

• 保障通信暢通

• 開展扶貧幫扶，助殘濟困扶弱

公司按照ESG報告指引所載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範疇，結合利益相關方的期望和訴求，基於自身業務和所

在行業的特點，以及自身業務運營對經濟、環境及社會的影響，從利益相關方的關注程度和議題對公司業

務運營的影響程度兩個維度出發，對與公司業務運營相關且重要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進行評估，篩選

並形成實質性議題矩陣（如下），作為公司ESG報告披露的依據。

對公司業務運營的影響程度

利
益
相
關
方
的
關
注
程
度

高

高

依法保護客戶權益

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保障應急通信

誠信經營守法合規

廉政建設和反腐敗

依法維護員工權益

推進節能減排

關愛員工生活

工程建設注重環保

節約自然資源

防止童工和
強制用工

推進通信基礎
設施共建共享

提升服務能力

促進員工發展

推進普遍服務

促進供應鏈履行責任

參與公益事業

加強安全生產與安全健康管理

建設雲網融合的
新型信息基礎設施

維護網絡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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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主要議題如下表列示：

香港聯合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所載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範疇 本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的主要議題

A環境

A1排放物 推進節能減排

A2資源使用 節約自然資源

A3環境及天然資源 工程建設注重環保

推進通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

A4氣候變化 推進節能減排

綠色採購

保障應急通信

B社會

B1僱傭 依法維護員工權益

關愛員工生活

B2健康與安全 加強安全生產與安全健康管理

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B3發展及培訓 促進員工發展

B4勞工準則 防止童工和強制用工

B5供應鏈管理 促進供應鏈履行責任

B6產品責任 建設雲網融合的新型信息基礎設施

推進普遍服務

維護網絡信息安全

保障應急通信

依法保護客戶權益

提升服務能力

B7反貪污 誠信經營守法合規

廉政建設和反腐敗

B8社區投資 參與公益事業

本報告為年度報告，內容涵蓋自2020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期間（報告期間）本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相

關議題的政策、措施及表現，範圍涵蓋本公司及所有子（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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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積極遵循香港聯合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

報告指引》中關於「重要性」、「量化」、「平衡性」、

「一致性」等匯報原則的規定。針對重要性原則，本

公司董事會釐定ESG議題的重要性，本報告披露利

益相關方溝通、實質性議題識別的過程及實質性議

題矩陣。針對量化原則，本公司ESG績效指標盡量

予以計量，本報告中定量關鍵績效指標的統計標

準、方法、假設及計算工具，以及轉換因素的來

源，均在報告釋義中進行說明。針對平衡性原則，

本報告積極做到不偏不倚地陳述本公司報告期內的

ESG表現，避免可能會不恰當地影響讀者決策或判

斷的選擇、遺漏或報告格式。針對一致性原則，本

報告披露數據所使用的統計方法保持一致，如出現

不一致的情況會予以說明。本報告對香港聯合交易

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遵循情況可參見本

報告ESG索引表。

二、誠信經營守法合規

中國電信依法治企，堅持依法經營、誠信經營，遵

守相關法律法規及行業監管規則，在內控建設、審

計監督、防治腐敗和全面風險管理等方面構建橫向

到邊、縱向到底的守法合規體系。建立健全長效

溝通機制，規範披露企業信息，自覺接受政府監

管和社會監督。2020年單獨設立法律部（合規管理

部），進一步完善業務部門、合規管理部門、審計

監督部門的三道防線合規管理體系，協同母公司制

定《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合規管理行動綱要(2021-

2023)》。發佈中國電信合規倡議，規範企業及員工經

營管理行為，積極培育合規文化，促進「人人合規、

事事合規、時時合規」。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會

計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證券法》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上市公司治理

準則》等法律法規，以及美國、香港等資本市場對上

市公司內部控制方面的監管要求，公司制定《內部控

制手冊》，保證企業經營管理合法合規、資產安全、

財務報告及相關信息真實完整。2020年根據法律

法規及監管部門的要求，結合業務運營等方面的變

化，持續完善《內部控制手冊》及權限列表。推進「智

慧財務」、「智慧法務」、「智慧審計」等工作，利用人

工智能等新技術手段提升風險防範能力。年內未發

生重大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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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專利法》等法律法規，實施《中國電信集團商標管

理辦法》、《中國電信專利管理辦法》等制度辦法，

建立健全知識產權管理體系，嚴格知識產權保護工

作。針對知識產權侵權風險，公司及時下發風險提

示函，就經營管理中涉及的標識、圖片、字體、影

音素材等內容的知識產權保護及使用要求進行宣

貫。組織開展「世界知識產權日」、「全國知識產權宣

傳周」等法治宣傳活動，提升全員知識產權意識。

2020年持續加強對5G、雲網融合、網絡和信息安全

等領域的專利申請及保護工作，依法加強熱點技術

的知識產權保護。

公司認真執行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方面的法律法規，

加強制度、機制、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嚴格防止賄

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等腐敗問題發生。建立健

全廉政建設教育預防、制度監督、懲治問責、容錯

糾錯、巡視巡察等五大機制。開展廉潔教育和紀法

教育，制定廉潔手冊等行為規範，建設運營「廉潔

電信」公眾號。設立郵政舉報信箱和舉報電話，受理

對公司人員的檢舉、控告和對相關處理的申訴，以

及對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相關工作的批評、意見和建

議。嚴格落實《紀檢監察機關處理檢舉舉報工作規

則》，依規依紀依法處理檢舉控告，嚴格落實保密要

求，切實保障檢舉控告人權利。

三、全力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伊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疫情」)突

發，對社會生產生活帶來重大影響，也對公司業務

發展、客戶服務、網絡建設和運營工作的開展造成

很大影響。公司管理層加強統籌指揮，各級企業結

合當地實際，合法合規地落實疫情防控各階段的政

策和措施，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全力馳援湖北及武漢等疫情嚴重地區。公司第一時

間啟動疫情防控響應機制，調集人員力量，調配防

疫物資，重點協助湖北及武漢等疫情嚴重地區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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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保障工作。湖北公司全力保障當地政府、醫衛行

業通信暢通，保障全省醫衛專網和雲平台整體運行

穩定，保障12345和120熱線暢通，努力為醫院遠

程會診等重要任務提供通信保障；快速為武漢火神

山、雷神山醫院開通5G通信，快速完成兩家醫院核

心系統上雲的全流程交付工作；快速完成黃岡、孝

感等多地新建醫院的網絡覆蓋。此外，湖北公司通

過多種方式增強網絡覆蓋，滿足當地絕大多數農村

返鄉學生的網絡接入需求，做好停課不停學保障；

及時擴容網絡電視(IPTV)、雲平台、互聯網數據中

心的帶寬，免費向教育部門、高校和師生提供雲會

議、雲辦公、雲盤存儲課件等服務。

努力維護員工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公司成立關心

關愛員工小組，指導各級企業加強對員工的關心關

愛工作。扎實開展抗疫情保通信一線員工和11類

特定員工群體的關心關愛工作，建立確診員工、確

診家屬、疑似員工、家屬在抗疫醫護一線的員工、

滯留湖北員工等台賬，明確專人負責聯繫、關懷和

慰問；建立了外派員工及國內家屬、員工留學子女

的關愛台賬，對外派員工國內家屬進行電話聯繫慰

問。各級企業有序為境內外分支機構供應防疫物

資，多渠道籌集慰問資金，用於疫情專項慰問，積

極為有困難的員工及家庭解決急事難事。開設心理

關愛熱線，幫助員工緩解心理焦慮。境外分支機構

結合所在國家（地區）及具體項目的實際制定疫情防

控策略，沉著應對，確保員工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

確保網絡順暢運行以支撐防疫抗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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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助力社會復工復產。公司結合疫情防控需要和

社會對信息化服務的新需求，充分發揮雲網融合優

勢，組織提供包括天翼雲、雲會議、雲直播、雲課

堂、雲堤、天翼對講、天翼看家、天翼大喇叭、翼

知疫行、遠程會診系統等在內的信息化應用及服

務，推廣5G+VR、5G+熱成像測溫╱智能消毒車等

5G信息化應用，助力疫情防控，助力復工復產復商

復學。中國電信的翼知疫行、遠程會診系統等多項

信息化應用在助力抗疫中發揮了顯著作用，受到社

會好評，5G「雲監工」更受到廣泛讚譽。公司響應政

府號召，積極穩崗拓就業、擴就業，全年超額完成

校園招聘工作，簽約錄用應屆畢業生7000餘名，獲

得智聯招聘「2020最佳僱主百強」和前程無憂「2020

中國大學生喜愛僱主」的好評。

努力做好客戶服務工作。公司針對疫情及時推出免

停機、公益短信、重要保障快速開通、來電名片等

20餘項服務舉措。加強服務管理，提升電子渠道線

上服務能力，10000號客服中心實施居家座席，在

落實好分區分級疫情防控的基礎上穩步推進實體廳

店復工復產，確保客戶服務不中斷、感知有保障。

加強網絡信息安全工作，做好用戶個人信息保護。

有效做好醫院等重點場所的疫情通信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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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抗疫先鋒先進人物和感人事蹟。抗疫過程中，

廣大幹部員工奮戰一線，為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

行、社會穩定和疫情防控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湧現

出一大批攻堅克難、創新實幹、成績顯著的先進集

體和勇於擔當、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的先進個人。

中國電信在全國抗擊新冠疫情表彰大會上，獲得一

個國家級集體榮譽表彰和兩個國家級個人榮譽表

彰。公司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表現突出的24個集

體、34名個人進行了表彰。

持續做好疫情常態化防控。當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國內時有病例甚至局部疫情出

現，公司認真貫徹各級政府要求，統籌境內外疫情

防控，堅決落實「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統籌疫情

常態化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以優質的綜合信

息服務支持各行各業發展。

四、提供高質量網絡保障

中國電信推進5G、數據中心、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

施建設，推進普遍服務，維護網絡信息安全，保障

應急通信，努力為客戶及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

網絡保障。

建設雲網融合的新型信息基礎設施

中國電信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與中國聯通在

全國範圍內開展5G網絡共建共享，加快5G網絡能

力建設，在用5G基站達38萬站，實現全國343個地

市城區室外連續覆蓋，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共

建共享網絡。堅持SA引領，推動SA產業鏈成熟，

牽頭制定並在全球發佈《5G SA部署指南》，促進5G

技術融合發展，率先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 SA網

絡並投入商用。持續推進光網建設，南方21省（自

治區、直轄市）基本實現光網覆蓋，在全國280個

城市部署千兆網絡。加快IDC建設，新增機架5.5萬

架，新增雲資源池服務器3.5萬台。完成全部天翼雲

資源池與CN2-DCI和政企OTN網絡對接，跨省打通

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鄰省城市間最短光纜和傳輸

系統，ChinaNet平均時延較2019年底下降2.2ms，

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等區域鄰省城市間時延降至

3ms以下，為各類客戶入雲、雲間業務提供泛在、

高速、低時延的基礎網絡保障。啟動MEC（移動邊

緣計算）建設，推進「雲邊」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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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普遍服務

公司持續推進農村通信網絡的建設，因地制宜建設

農村服務網點，積極促進農村信息化應用及電商發

展，助力鄉村振興。大力開展網絡扶貧，加快推進

偏遠貧困鄉村的普遍服務項目，提升當地的寬帶接

入水平。年內完成第五批普遍服務約7,000個4G基

站建設；提前完成工業和信息化部「三區三州」（「三

區」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青海、四川、雲南、

甘肅四省的藏區，「三州」指甘肅的臨夏州、四川的

涼山州和雲南的怒江州）深度貧困地區90%以上建檔

立卡貧困村通寬帶的行業目標。

維護網絡信息安全

公司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

規，認真貫徹落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委

關於網絡和信息安全工作的相關要求，積極配合政

府部門開展打擊網絡犯罪、淨化網絡空間等工作。

年內夯實雲網融合安全基礎，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拓展安全產品服務，系統梳理出60餘個重點安全產

品，推出了可信通話、安全管家、隱私哨兵、5G

加密通話等一批新產品。推進安全融雲，開展天翼

雲、集團IT雲等保對標，內容分發網絡(CDN)邊緣節

點實現安全能力覆蓋。推進5G與安全同步建設，加

快安全能力培育，初步實現安全能力按需輸出。提

升網信安全治理和保障能力，公司總部和下屬單位

均設立首席網絡安全官，初步建成一支維護網絡信

息安全的專家技術隊伍。加強對互聯網暴露面的動

態管理，積極開展掃黃打非專項行動，持續加強總

部、省分公司兩級調度處置體系建設，快速響應、

及時處置違法和不良信息。強化個人信息保護，持

續開展APP違法違規收集使用用戶個人信息專項治

理常態化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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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應急通信

公司根據《中國電信應急通信保障響應實施規範》和

《中國電信省級公司重大災害通信保障組織預案模

板》，制定應對自然災害的應急預案，組織應急演

練，主動根據氣候和災害發展情況進行應急裝備、

抗災物資和搶修隊伍的預部署，確保在災情發生時

能快速、及時、高效地完成應急保障。各級企業建

立應對災害性天氣和重大事件的工作領導小組，按

照分級負責的原則，明確防汛抗旱通信保障責任

人、聯絡人；做好設備和物資的籌備，定期對設備

和物資進行檢查維護；結合全網性的支撐需求，扎

實做好技術支持、物資維檢、資源盤整、電路測試

等各項支撐工作，保證各省衛星電話等便攜應急通

信裝備處於隨時可用狀態。

公司忠實履行保障通信安全暢通的使命，全力抗擊

地震、颱風、洪澇、山體滑坡等自然災害，保障重

大活動。年內全力確保湖北及武漢等疫情嚴重地

區的應急通信保障，完成湖北、江西、安徽、雲

南、重慶、四川、浙江等省防汛防颱救災保障。圓

滿完成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第128屆中國

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網上廣交會）、世界互聯網大

會、5G+工業互聯網大會等重大活動的通信保障。

年內應急通信累計出動人員146,000多人次、車輛

55,000多車次、通信設備29,000多套次。

5G應急通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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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心服務客戶

中國電信深入理解客戶的需求，在努力為客戶提供

各類通信及信息應用業務的同時，依法保護客戶權

益，持續強化服務意識，提升服務能力，全面打造

「中國電信值得信賴」的口碑形象。

依法保護客戶權益

公司認真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等有關保護客戶權益

的法律法規，堅持依法依規提供產品和服務，嚴格

廣告宣傳的合規審查，持續規範業務資費管理。暢

通用戶訴求渠道，通過「10000號」、網上營業廳和

實體營業廳等渠道傾聽用戶意見，持續開展「消費

者權益日」、「總經理服務日」、「聆聽10000號」等活

動。

公司認真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等法律

法規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落實政府的相關監

管要求，不斷完善用戶個人信息保護管理制度，持

續加強用戶個人信息保護工作。2020年深入落實

《中國電信用戶個人信息管理辦法》、《中國電信用戶

信息安全管理辦法》等制度，督促各級企業落實用戶

個人信息保護的責任，規範用戶信息收集、存儲、

傳輸、使用和銷毀的行為，嚴格管控營業服務人員

在用戶信息查詢、辦理等方面的權限，做到「採集有

據、存當其用、用必留痕、濫用必究」。深入落實

《中國電信APP收集及使用個人信息規範》、《面向客

戶APP收集及使用個人信息合規管理辦法》等制度，

加強企業APP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的合規管理，持續

提升APP合規水平。緊盯通信詐騙、騷擾電話和垃

圾短信等侵犯用戶權利的底線問題，扎實開展綜合

治理，公司在工業和信息化部通報的騷擾電話和垃

圾短信被舉報量處於行業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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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消費者反映的服務問題，公司認真開展分析研

究，積極推進問題解決。2020年每季度對影響用戶

感知的服務問題申訴情況進行詳細研究，深入開展

典型服務案例分析，針對客戶反映的異地服務、雲

網支撐、外呼營銷等重點難點問題，進行專題研究

並推進整改。持續對攜號轉網服務過程中的用戶投

申訴問題進行跟蹤分析，及時規範整改，促進攜號

轉網申訴量和申訴率在行業中保持較低水平。

提升服務能力

公司堅持以客戶為中心，持續提升服務質量。2020

年搭建「服務好不好，用戶說了算」的評價體系，應

用用戶滿意度、產品淨推薦值、觸點服務滿意率等

指標，把用戶的口碑作為服務的評價標準，促進服

務質量提升。建立完善客戶感知體驗和測評機制，

從用戶的視角發現網絡、產品、服務問題，先後聚

焦5G、智慧家庭等重點產品，針對寬帶裝維、線上

渠道服務等熱點問題，開展了19次總部集約體驗、

300餘次省分公司體驗，深入剖析服務短板，集思

廣益，明確優化改進措施。在寬帶網絡方面，全年

密切跟蹤並深入分析滿意度調查、客戶申告、故障

及投訴中反映的問題，針對家庭網絡、城域及骨幹

網絡、內容訪問、國際網絡等寬帶網絡各個環節，

分省施策、推進整改。在移動網絡方面，開展重點

區域重點場景對標體驗和質差小區改進提升行動，

增進用戶感知體驗，5G用戶投訴率同比顯著下降。

在雲網關鍵感知方面，推進標準優化、感知測評，

針對性改進服務能力，促進政企客戶交付滿意率超

過93%。

公司堅持「用戶在哪裡，服務就在哪裡」，持續推進

服務數字化轉型，提升智慧服務能力。年內部署推

進「居家客服」模式，創新手段率先推出遠程櫃檯視

頻服務，實現客戶少跑腿、足不出戶辦業務；智能

語音導航實現31省全覆蓋，智能服務佔比達54%；

建立新媒體客服矩陣運營體系，微信、微博和抖音

等新媒體賬號的粉絲達1.67億，自助服務量達2億

次╱月，獲國務院國資委授予的「2020年度央企最

具影響力新媒體二級賬號」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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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心關愛員工

中國電信依法維護員工權益，注重建立和諧的勞動

關係，支持工會履行職能，鼓勵員工參與管理，積

極幫助員工提升能力，努力實現員工與企業共同成

長。

依法維護員工權益

公司嚴格遵守並認真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工會法》等有關勞動用工及員工權益保護的法

律法規，依法落實員工的勞動權益、民主權益和精

神文化權益。持續實施《關於認真貫徹<中華人民共

和國勞動合同法>規範勞動用工管理有關問題的通

知》，加強勞動用工管理，做到依法用工和規範用

工，確保合同制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及時足額發放

薪酬並繳納社會保險。持續實施《關於規範勞務派遣

用工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完善業務運營模式和

崗位分類，明確各類崗位的用工形式，規範與勞務

派遣單位簽訂的派遣協議，檢查並督促派遣單位和

派遣制用工簽訂勞動合同，按時發放薪酬並繳納社

會保險，維護勞務派遣用工權益。公司堅持男女平

等、同工同酬等用工政策，依法保護員工隱私，實

施員工帶薪休假制度。公司依法禁止使用童工，防

止強制用工，2020年未發生使用童工和強制用工的

情況。公司支持工會依法履行職能，鼓勵員工參與

管理，持續建設和諧穩定的勞動關係。

促進員工發展

加強經營管理人才隊伍建設。積極採取措施選好幹

部、配強班子、集聚人才，堅持業績導向、基層導

向，注重在急難險重工作中識別選拔幹部，大力選

拔培養優秀年輕幹部，各級經營管理班子結構持續

改善，幹部人才隊伍更具活力。組織幹部專題培訓

班，加大幹部交流輪崗力度，助力幹部提升能力。

加強幹部監督管理，促進廉潔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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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制定專項政策，積極引進

雲網融合、5G MEC、網絡信息安全、互聯網金融

等專業領軍人才。針對政企行業事業群改革發展的

需要，制定《關於政企行業專家隊伍建設的指導意

見》。加快行業信息化應用、大數據和AI、雲網運營

等專家人才隊伍建設。持續實施「星火計劃」、「燎原

計劃」等項目培養高端專業人才。根據海外業務發展

需要，為支撐菲律賓移動通信運營等項目培養國際

化人才。

加強一線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結合基層需求，啟動

「全面加強地市級雲網融合人才培養工作」等系列實

戰培訓項目，大力開展技能人才培訓，助智賦能一

線員工。修訂公司技能認證管理辦法，組織開展41

類技能認證和2個專業考試，覆蓋10萬多人次；開

展智慧家庭工程師和服務專員、5G專員考試，覆蓋

47萬多人次。

加強員工培訓。2020年持續加強內訓師隊伍建設，

新聘678名集團級內訓師、775名集團級試聘內訓

師，各級內訓師達1.3萬餘名，內訓師授課時長21萬

多小時。公司積極應對疫情影響，依托網上大學開

展線上學習培訓，根據各層級、各崗位員工培訓需

求，針對性實施能力提升培訓課程，為一線員工精

準賦能，網上大學學習人數達22萬多人，人均學習

時長50多小時。

積極促進員工提升才能和價值。持續建設創新工作

室，大力鼓勵員工開展崗位創新，年內選樹29個集

團級示範性創新工作室，對35個集團級以上的創新

工作室進行獎勵。截至年底，累計創建各類創新工

作室共1,300餘個，其中國家級勞模和工匠人才創

新工作室5個、行業級4個，由省、地市總工會命名

150餘個，獲國家級、省部級成果獎700餘項，累計

申報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近1,000項。結合企業

戰略和業務發展組織開展15項競賽活動，以競賽促

生產，以競賽促轉型，挖掘發現創新人才，促進成

功項目快速複製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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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揚勞模精神。2020年榮獲全國和省部級各

類綜合與專項外部榮譽282個，其中國家級榮譽88

個，省部級榮譽194個，有27名員工榮獲2020年「全

國勞動模範」榮譽稱號，為歷年最高，充分彰顯各級

政府和社會各界對中國電信員工的高度認可。公司

多渠道全方位宣傳勞模事蹟、講好勞模故事，向全

社會展示中國電信員工的時代風采，激勵廣大員工

大力弘揚勞模精神。

加強安全生產與安全健康管理

認真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統籌

做好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期間生產安全工作，全面

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建立健全責任體系，層層落實

安全責任，嚴格安全生產考核和處罰制度，不斷夯

實安全生產管理基礎。持續開展各單位、專業條線

安全生產監督檢查，分類分級防控安全風險，及時

整治整改安全隱患。廣泛開展安全生產法規和安全

知識培訓宣傳，不斷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和應急處

置技能。加強對工程項目的安全管理，嚴格執行特

種作業人員持證上崗制度，完善事故應急預案和演

練。2020年未發生較大及以上生產安全事故。

公司注重員工職業健康管理，制定《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與主體工程實現「三同時」的暫行規定》及《員工個

人勞動防護用品管理暫行規定》。定期組織對從業

人員作業現場的監督檢查，督促設計施工單位按照

室內光線照度、噪音、溫濕度等標準進行設計和安

裝；持續改善從業人員的作業環境和勞動條件，有

效杜絕職業病的發生。公司不定期開展對作業現場

的檢查，督促用人單位按規定及標準為從業人員配

發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督促從業人員正確穿戴及

使用。公司重視員工身心健康，每年免費為全體從

業人員提供體檢，持續開展員工心理健康諮詢活動

與援助工作，積極幫助員工減緩壓力。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社會責任報告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年報 105

關愛員工生活

公司健全員工訴求收集、分析、處理、反饋的閉環

管理機制，通過員工座談、問卷調查、家訪、走訪

一線、與員工面對面溝通、接待來訪、處理來信或

郵件等方式，加強與員工溝通，深入了解員工的思

想、工作和生活狀況，及時了解員工關注的熱點問

題。各級企業通過常態化慰問、熱點問題響應、困

難幫扶等舉措，積極幫助員工解決實際問題和困

難，為員工提供便利服務，加強對勞模優秀員工、

青年員工和外包員工的關懷。年內跟蹤並指導西藏

等五省海拔3,500米以上的110個基層單位全部建成

供氧設施，改善了高海拔地區員工工作生活條件。

持續優化「四小」（小食堂、小浴室、小衛生間和小活

動室）運營，在餐飲質量、工作環境、活動條件、生

活品質等方面，提升服務能力，豐富服務內容。持

續根據女員工特殊需要建設母嬰室，開展員工樂於

參與的文化體育活動，助力員工平衡工作與生活，

提升幸福感。

七、踐行綠色發展

中國電信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等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

規，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積極投身生態文明建設。

公司努力建設綠色網絡，推進綠色運營，統計並定

期發佈環保指標，積極向社會溝通環保行動以及取

得的成效，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多種形式開展節能

減排宣傳活動，增進員工和社會公眾的節能減排意

識和自覺性。年內未發生違反環保法律法規並對環

境造成重大影響的事件。

公司積極響應國家關於「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的要求，落實能源消費雙控戰略，嚴控能耗總量和

能耗強度。未來將加快調整能源使用結構，加大清

潔能源使用比例，控制綜合能耗和單位信息流量綜

合能耗，保證單位信息流量綜合能耗持續下降，力

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排放達到峰值，在2060年前實

現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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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節能減排

公司貫徹《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節能減排管理辦法》等

制度，通過規章制度、規劃編製、工作部署、交流

培訓、考核評價、節能宣傳等方式，將節能減排的

要求貫穿到網絡規劃、採購、建設、運營、辦公等

生產經營的各項活動中。公司建立健全能耗統計監

測體系，組織節能減排培訓交流，不斷提高基層人

員專業水平，持續推進節能減排管理創新。堅持優

先選用能源節約及環境友好的技術和產品，積極開

展節能減排新技術的研究和應用，在通信機房、基

站、數據中心等設施中積極應用節能技術，擴大節

能技術應用覆蓋率，推進老舊高耗能設備的升級改

造和退網，努力降低各類能源的消耗，減少溫室氣

體排放。

2020年在「新基建」大力發展、5G網絡快速建設的

形勢下，公司以能耗總量和能耗強度「雙控」為基本

要求，編製未來三年節能減排滾動規劃，支撐節能

減排各項工作統籌開展。細化考核獎懲體系，嚴控

能耗總量增長及大型、超大型數據中心PUE（電源使

用效率）值。在通過自有專項資金保障節能減排工

作有序開展的同時，持續運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積極引入社會資本和技術開展節能減排技術改造。

大力推廣大4G基站智能關斷技術的節能經驗和最佳

實踐，提升4G無線基站能耗效率，積極探索5G基

站節能措施。持續開展低效設備和機房退網工作，

推進機房基礎配套設施配置優化和去冗餘減配，降

低耗電，提高電源效率。2020年單位信息流量綜

合能源耗用量為4.61千克標準煤╱TB，較上年下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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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自然資源

促進節約用水，努力降低單位經營收入耗水量。公

司積極宣傳倡導節約用水，在用水設施和器具處張

貼節約用水的提示。持續加強水資源使用的管理，

開展污水排放治理，推進生產用水循環利用，在滿

足用水要求的條件下積極使用中水替代自來水。推

廣普及節水器具，定期對供水系統各環節進行檢查

維修，防止「長流水」和「跑冒滴漏」現象。2020年總

用水量較上年減少566萬噸，降幅為13.6%，單位經

營收入耗水量較上年下降17.5%。

促進節約用紙，在營業和辦公中減少紙張使用。公

司推進紙張用量的統計工作，2020年辦公用紙消耗

量約5,000多噸。積極倡導節約用紙，從技術和制度

上積極採取措施減少紙張使用，持續推廣會計檔案

電子管理、增值稅電子發票、電子發票電子化報銷

入帳歸檔和無紙化運營，推進納稅申報稅企直連上

線，減少紙質件使用。

加強廢舊物資回收處置與利用，盡可能節約物資，

減少環境污染。公司認真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

廢棄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有關廢棄物處置利用的法

律法規，依法合規處置廢棄物。貫徹《中國電信集團

逆向物流管理辦法》、《中國電信集團廢舊閒置物資

回收與處置管理辦法》，落實廢舊物資回收與處置

原則、職責分工和管理、回收商資質等要求，規範

處置形式和程序，細化處置決策審批權限和流程，

切實防範處置風險。公司制定閒置物資清理激勵政

策，明確激勵標準，鼓勵各級企業結合實際積極規

範地處置和回收利用廢舊物資。2020年持續加強

廢棄物專業化管理，推進廢舊蓄電池、廢舊線纜、

廢舊終端等物資規範回收處置。鑒於廢舊蓄電池含

有大量重金屬及廢酸，廢堿等電解質溶液，如處置

不當將造成環境污染，公司一方面全面開展對蓄電

池供應商綠色環保情況的現場考察，持續採購磷酸

鐵鋰電池等綠色節能產品；另一方面建立廢舊蓄電

池的回收與處置管理體系，對廢舊銅纜交由專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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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回收處置，防止污染環境。實施固網終端閉環

管理，加強回收利用，鼓勵翻新利舊和跨省調撥使

用，對於無回收價值的廢舊物資，充分考慮物資處

置對環境的影響，在嚴格遵照國家環保相關規定的

前提下妥善處理。2020年回收處理各類廢棄物達9

萬多噸。

工程建設注重環保

針對政府和公眾關心的通信工程建設中耕地保護、

設備污染、施工影響和電磁輻射等問題，公司積極

實施環保措施，確保達到政府監管要求，並積極與

公眾做好溝通。

在耕地保護方面，基站選址優先考慮原有房屋和荒

地，盡量不新增佔用耕地。

在設備污染方面，優先選擇無噪聲、無電磁輻射、

無污染物產生的設備。

在施工影響方面，野外通信路由勘察盡量避開礦

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

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等區域，鋪設光纜盡

量避免改變周圍環境。

在電磁輻射方面，開展基站周圍電磁環境監測和評

估，加強與社區溝通，接受公眾監督；嚴格控制入

網設備質量，從源頭上嚴格把關；積極採用先進技

術手段，精細化基站佈局，確保電磁輻射指標優於

國家標準。

推進通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

公司認真落實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務院國資委關於

推進電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的實施意見，與各通信

運營商及中國鐵塔公司密切合作，積極推進基站、

管道、桿路等通信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有效減少

重複建設，保護自然環境和景觀，節約土地、能源

和原材料的消耗。2020年在與中國聯通深化5G網

絡共建共享的同時，充分發揮雙方網絡資源互補優

勢，積極開展4G網絡共建共享，開通約17萬基站。

2020年提供共享的桿路達11,900多線路公里、管道

達1,300多線路公里。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社會責任報告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年報 109

八、促進供應鏈履行責任

公司認真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等

採購相關法律法規，實施《中國電信集團採購管理辦

法》等規章制度，堅持以價值採購、陽光採購、綠色

採購為核心的供應鏈管理理念，堅持與供應商誠信

合作、互利共贏，積極增進溝通，促進供應商共同

履行社會責任。

2020年落實《中國電信集團採購招標投標管理辦

法》、《中國電信集團招標代理機構管理辦法》、《中

國電信集團評標專家及評標專家庫管理辦法》、《供

應商參與中國電信採購活動的有關規定》等制度要

求，持續推進公開採購與公開招標，堅持法定招標

項目100%應招必招。落實《中國電信集團採購物資

質量管理辦法》、《中國電信集團採購物資質量檢測

管理辦法》等制度要求，實施採購前的資質審查、

供應商考察、產品評價檢測，以及採購後的到貨檢

測、質量調查、供應商後評估以及日常點評等，強

化質量檢測結果和供應商評價結果在採購評標中的

應用，促進供應商提高履約的績效水平和服務水

平。公司與國內主要基礎電信運營商實施違規失信

供應商信息共享機制，落實新制定的《中國電信集團

供應商不良行為暫行規定》和《中國電信集團級採購

供應商分級管理暫行規定》，對優秀供應商採取張

榜公佈名單、提高首付款比例、優先付款等激勵措

施，對不合格供應商採取督促改進、限制採購等懲

戒措施，對不良行為供應商採取降級、調整份額、

限制採購、禁止採購等懲戒措施。通過管理方式清

單化、認定標準客觀化、處理規則公開化，公司逐

步構建正向激勵與負面懲戒相結合的供應商管理體

系，增強供應商履約服務意識，促進供應商誠信合

作。

堅持優先選用資源節約及環境友好的產品，促進供

應商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公司將綠色採購指標應用

於採購過程中，將環境影響因素納入採購項目評

分，引入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政府環評報

告、工業和信息化部「綠色工廠」名單等環境評價標

準，對於生產過程中可能存在環境風險的產品，進

行環境識別和控制，促進供應商提升環境保護的意

識和能力。在供應商考察中，將生產廢棄物是否進

行綠色處理達標排放、環境評估報告、環保監測報

告等內容納入考察範圍；在供應商評估中，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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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含節能減排）納入評估指標體系；在供應

商不良行為管理中，將供應商因環保問題造成惡劣

影響的情況納入「嚴重不良行為」進行管理，根據情

況採取降級、調減份額、取消份額、限制採購、禁

止採購等懲戒措施。

九、參與公益事業

公司熱心參與社會公益事業，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益事業捐贈法》等法律法規，落實《中國電信集團

對外捐贈管理辦法》，遵循「自願無償、權責清晰、

量力而行、誠實守信」的原則，通過多種形式支持科

技、教育、文化、體育、衛生事業的發展，積極濟

困助殘扶弱。鼓勵員工發揚志願精神，積極參與多

種形式的志願者服務活動。

努力完成脫貧攻堅收官之年目標任務。中國電信定

點扶貧和對口支援的6個縣中，5個位於「三區三州」

深度貧困地區，自然條件艱苦，脫貧攻堅難度大。

2020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中國電信

堅持「扶貧抗疫」兩手抓兩不誤，從人才、資金、項

目等方面持續加大投入，扎實推進扶貧工作取得良

好成效。公司配合母公司深入推進網絡扶貧，提升

「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村的寬帶接入水平；

實施精準扶貧優惠套餐及終端政策，免費開放各類

信息化雲平台，助力復工復產復學，累計減免通信

費用超人民幣10億元；創新打造「產業+就業+消費」

可持續脫貧模式，引進無償幫扶資金支持相關項

目，倡導用戶和幹部員工開展消費扶貧金額超人民

幣1.8億元。年內中國電信的4個定點扶貧縣和2個對

管理層積極參與扶貧工作並赴偏遠地區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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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支援縣、各級公司的1,400多個定點幫扶村全部脫

貧摘帽並榮獲2020年全國脫貧攻堅獎組織創新獎。

十、展望

2021年，公司將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

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持續增進與利益相關方的

溝通，深入實施「雲改數轉」戰略，大力建設新型信

息基礎設施，加強科技創新，推動企業技術進步、

業務升級和運營創新，努力為各行各業的各類客戶

提供綜合智能信息服務，為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

展作出新的貢獻。

幫助農村地區用戶利用中國電信的服務通過
直播「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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